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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由於中國大陸循環經濟試點政策之實行，使得各試點單位必頇執行循環經濟

試點工作，而試點工作係要求企業遵循 3R 原則，並能建立一套有效模式，以減

少污染排放，並提高營運效率和資源的利用率。因此，本章之文獻探討，主要係

針對環境管制與營運效率之關係進行探討。此外，本研究係以資料包絡分析法評

估循環經濟之實行效果，故亦將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之相關文獻做整理。 

 

第一節 環境管制與企業生產效率 

1. 美國環境管制相關文獻 

美國環境保護署在 70 年代積極推動環境管制政策，邱昌泰(1993)認為美國

政府在推動環境保護政策上，於 70 年代正式進入管制時期。在同一時期，美國

亦進入經濟危機時期，特別是 1973 年石油輸出國家採取限制產量、提高價格之

策略，使得美國陷入能源危機狀態，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因此環境品質與經濟發

展間孰輕孰重以及實施環境管制對於產業或企業的影響便成為眾多學者關注之

焦點。關於此一議題，Denison(1978)以成長會計理論探討生產力的問題，由於生

產成本的增加係歸因於環境管制所造成的每單位投入的產出變化而來，他認為環

境管制對生產力的影響僅是透過資源的轉換，將原本用於生產的要素部分轉到污

染防治上，使生產的投入減少，以致生產力下降，其實證結果表示 1975 年因環

境管制及健康工安管制而犧牲掉大約 0.35%的生產力成長。 

Haveman and Christiansen(1981)認為美國 70 年代生產力持續下降，乃歸因於

環境管制介入經濟市場後，企業為了符合法令，必頇在投入設備或其他資產，但

產出卻無法因應投入的成長，因而產生資本投入的無效率。對此，Christainsen and 

Tietenberg(1985)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環境管制強迫廠商在相同的產品產出下，

除了產品之投入外，亦必頇供應維護環境品質之投入，且為了符合環境管制標準

的組織調整也會使廠商效率降低，而造成產業競爭力降低。其次，污染防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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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排擠掉廠商無環境管制時正常的投資支出，廠商污染防治之投資直接造成生產

成本之增加，進而降低產品之競爭力，甚至降低利潤，因此短期而言，對整體產

業將產生不利的影響。除此之外，管制不但將生產性資源如勞動、資本及人事管

理等廠商資源，排擠至非生產性的投入，而且嚴格的環境管制使得廠商為節省成

本而降低工廠設備折舊，延長老舊機器使用年限，使得廠商競爭力降低。

Gray(1987)則在其研究中估計出 70 年代製造業生產力的下降大約有 30%的因素

歸因於由於環境管制。 

Yaisawarng and Klein(1994)延伸Caves, et al.(1982)「非自願性產出」及「非

自願性投入」的概念。將電力供應產業設立為應用Malmquist生產力模型，衡量

1985-1989 年代的四種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各年生產力指數在與基期相較下

僅在正負1左右變動，亦即管制對於廠商生產力的影響並不顯著。 

Gray and Shadbegian(1995)同樣利用衡量生產力的方法，檢查造紙業、鋼鐵

業及石油化學業等三個污染性高的產業，發現每一美元的防治污染支出，在這三

個產業皆會造成超過一美元的產值損失。 

Gollop and Roberts(1983)指出由於1970年美國清潔空氣修正法(Clean Air Act 

Amendments)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設限，受管制的發電廠必頇提高燃料品質，使

得1973-1979年間，發電廠的生產力成長率每年帄均降低0.59%。 

Gray and Shadbegian(1998)則針對有關美國不同州的環境管制強度，探討對

於廠商造成的影響，發現各州若制訂較高且嚴格管制法令標準，會造成當地廠商

的防治污染支出提高，並使得當地廠商的生產力下降較多。但不同於 Gray and 

Shadbegian，Berman and Bui(2001)以總要素生產力方法針對美國石化煉製業進行

研究，並分別以實施空氣品質管制較嚴格的南岸集氣區與美國加州、路易斯安那

州和德克薩斯州進行分析比較發現，位於南岸集氣區內廠商之生產力，並不會因

較嚴格的環境管制所造成的污染支出而有所降低，反而是呈現成長的情形。相對

而言，就美國各州整體生產力卻是呈現下降的趨勢，由此可見美國各州生產力之

下降並不能完全歸咎於環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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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era and McConnell(1990)將環境管制的影響區分為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

其中直接效果係指為了減少環境污染所需購買污染防治設備之花費，而間接效果

係指為了因應減少污染防治設備的需求，在傳統的投入與製程調整下對產出之影

響。針對 1961 至 1980 年各產業之實證結果發現，直接效果使總合要素生產力下

降，帄均下降幅度為 0.08%-0.24%之間。間接效果則依產業別的不同而不同，在

勞動的使用上，化學與非鐵金屬產業會因環境管制而減少勞動使用，石材水泥玻

璃業與鋼鐵業則會增加勞動使用，主要是這兩個產業有嚴重的空氣污染之故。研

究中亦發現在 70 年代生產力趨緩的原因，其中之一即是為因應環境管制而迫使

廠商購買防治污染設備，此一因素大約解釋 10%-30%產業生產力下降之因。 

由以上的文獻可以看出，許多學者認為環境管制對於企業或產業整體之生產

力具有負面之影響，但仍有部分研究指出，環境管制並不必然使企業競爭力減

弱。 

Porter(1990)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曾指出，企業不應僅著眼於嚴格標準會造

成短期的成本增加，而忽略創新所帶來的長期利益。所以當全球各先進國家對環

境的敏感度和社會福利的關心不斷提高時，企業想要靠銷售性能拙劣、不安全、

而且有害於環境的產品，結果卻能踏上精緻型產業或產業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故 Porter(1991)提出環境管制能夠提昇國家競爭力的主張，其認為嚴格的環

境管制並不必然成為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競爭的阻礙。適切的環境管制標準，可

以激勵企業增強自身的技術，不僅可以減少環境污染亦可降低企業成本或增加產

品品質1。 

其後，Porter and Linde(1995)對於環境管制和競爭力的關係提出進一步探討，

認為競爭力是以產品品質及生產效率為基礎，皆來自於不斷的技術進步，也就是

以創新方式提昇廠商的獲利空間。然而環境污染為廠商在生產過程中存在無效率

的情況，將使得中間產品未被完全利用並產生有害物質。因此，透過適當管制，

                                                 
1文獻上常稱此論點為「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Xepapadeas and de Zeeuw，1999；Ambec and 

Barla，2002；孫曉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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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業產生創新抵減效果並提昇其競爭力，增加廠商利潤。同時在生產過程中，

降低污染排放，維護環境品質。 

Porter and Linde(1995)與Parry, et al.(2000)曾提出以下幾個理由來解釋產生

環境創新的原因。首先，環境管制具有示訊的功能，提醒廠商生產過程的無效率，

使廠商提昇資源利用的技術；其二環境管制協助揭露市場的環境資訊，了解市場

競爭者利用資源處理污染的能力；其三環境管制使廠商未來之不確定性，環境管

制標準提示廠商，增進環境品質產品為未來創新趨勢；其四依據Schumpeter(1934)

的創新理論，壓力可導致廠商創新，而廠商壓力則來自於強大的競爭者、顧客的

需求、原物料價格的上升，其中環境管制更是廠商壓力的主要來源；最後，環境

管制標準將廠商作區隔，淘汰不符合環境管制標準之廠商。 

此外，Porter and Linde(1995)認為在廠商完全預視(panglossian belief)假設無

法成立時，將使得環境管制對於廠商的誘發創新效果增加。在實際市場競爭過程

中，廠商決策存在不完全資訊、組織結構的調整與控制等問題，造成公司及個人

修正其最適化策略的困難。因此，現實中的廠商行為是無法根據經濟理論的生產

函數與資源限制找到惟一解(monotony solution)。在不確定性與風險存在的情況

下，市場資訊無法輕易獲得，廠商行為不但要考慮當期產品成本極小化的策略，

亦必頇注意產品技術進步趨勢，否則終將被市場所淘汰。 

自 Porter 提出環境管制將增強企業之生產力及競爭力的論點後，許多學者便

針對波特假說進行實證研究。其研究大約可區分為兩類，第一種係假設嚴格環境

管制將會引發企業的技術創新，研究中藉由衡量企業研究發展投資、新技術的開

發及專利權的取得數，驗證環境管制是否影響企業的研發政策和技術。例如 Jaffe 

and Palmer(1997)針對美國製造業，探討研發支出及專利權申請成功數與污染防

治成本的關係。作者發現污染防治成本與研發支出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但與專利

權數並無關連。而 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以因環境管制政策所投入的遵循

成本做為環境管制的變數，發現其與專利權數間具有正向的關係，但若以環境檢

驗次數作為變數則仍無關連。此外，Popp(2006)的實證發現當美國發布有關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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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硫排放限制及日本和德國發布有關二氧化氮排放限制的法令時，環境管制和與

管制相關的專利權數在某一期間內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Arimura, et al.(2007)則

發現環境管制是會顯著影響公司進行環境研發決策的。 

第二種驗證波特假說的實證研究則與波特假說提出前的研究方向相同，探討

環境管制對於企業績效的影響。Jaffe, et al.(1995)的看法與傳統經濟學家研究結果

相同，認為環境管制對產業生產力具有負面影響。但是，在波特理論發表之後，

也有越來越多實證研究支持 Porter 的看法。例如，Berman and Bui(2001)發現在

空氣污染防治法較為嚴格的洛杉磯地區，其精煉廠的生產力較美國其他地區的精

煉廠為高。相同的，Alpay, et al.(2002)指出受到較嚴格環境管制的墨西哥食物加

工廠，其生產力也有增加的趨勢。 

Goulder and Mathai(2000)認為環境管制後的誘發創新效果將使服從管制的

成本變小，甚至在創新抵減效果下，將使得產業競爭力提高。然而提昇廠商競爭

力與達到政府環境管制標準存在對價的關係，犠牲了自身的競爭力才能達到管制

標準；同理要能提昇競爭力必然要放寬環境管制標準，考慮廠商創新行為之後，

透過創新抵減效果的產生，將會使得二者之間轉換比率產生變化，對廠商而言達

到環境管制標準之後，所產生的環境創新效果，將會使廠商的競爭力獲得提昇。 

Murty and Kumar(2003)探討污染防治成本對於總要素生產力的影響，並直接

衡量當污染程度或防治支出未受限時，其投入與產出的變動及效率。發現印度製

糖業在環境管制的情況下，其技術效率增加且產生之污染量亦減少。因此，適當

環境管制政策對於企業及自然環境是有機會可能達到雙贏的情況。由此可見，仍

有許多文獻結果認為嚴格的環境管制政策並不一定對企業績效有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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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國家環境管制相關文獻 

 除了與美國環境管制相關的研究外，亦有其他學者針對其他國家的環境管制

政策進行實證研究。Smith and Sims(1985)指出在加拿大的污染收費政策，對於啤

酒釀造業的生產力，並沒有造成顯著的生產力影響。 

Dufour, et al.(1998)以1985-88加拿大魁北克省之製造業為對象，採取

Gray(1987)之實證方式為基礎，檢視勞工安全健康與環境管制對總要素生產力成

長率之影響。作者認為環境管制可能會促使廠商強化研發能力，因此可以抵銷因

管制而增加之成本，使得總成本因而降低，並產生技術上的突破與外溢擴散效果，

進而增加廠商之生產力。而環境管制與勞工安全健康管制會使總要素生產力成長

率下降，但強制性預防計畫及對違反規定罰款時，則使總要素生產率增加。 

Lanoie, et al.(2008)亦針對魁北克省製造業的總要素生產力作分析，發現環境

管制對於生產力在同一時期的影響是負面的，但環境變數的遞延效果卻具有正向

影響。此外，作者認為受到外在競爭壓力越大的公司，在環境法令的管制下，應

會更致力於進行污染防治，其結果也發現在國際競爭環境下的企業受環境管制的

影響較大。 

 Larsson and Telle(2008)指出為了規範歐洲地區工業活動所產生各類排放及

廢棄物，歐盟發布了整合污染及防治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and Prevention 

Control，IPPC)，該指令說明污染排放限制的設定必頇符合各產業的最佳可行技

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BAT)。政府設定環境排放標準通常利用BPT(Best 

Practice Technique)，即僅重視污染的改善角度而不會考量經濟成本效益因素，相

對於BPT，BAT同時將企業可負擔之合理成本及環境利益納入考量，而使企業有

較低的污染防治邊際成本。因此，作者針對挪威原先受BPT管制且性質為較高空

氣污染的產業，利用DEA計算計算技術效率與環境績效探討BAT對於污染排放量

與防治成本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在環境管制之下，使廠商的污染排放量降低，進

而有較高的環境效益。但BAT之實行並沒有如預設的達到成本效率，故建議應針

對BAT進行修正以達到最大之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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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moto(2006)以日本60及70年代投入大量污染防治成本的五種產業為樣

本，並將其污染治理成本代表環境管制因素，針對企業創新活動及總要素生產力

進行實證並探討環境管制與公司股本年數(age of capital stock)之關係。其結果指

出由於環境管制將迫使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故環境管制因素與企業研究發展支出

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股本年數較低的公司由於設備及技術原本就較年數高的公

司為先進，因此研發支出與公司資本年數為反向關係。此外，其結果亦表示環境

研發支出之投入將會增加總要素生產力。 

Lee(2008)指出韓國政府實施環境管制時，其國家生產力之變化恰好與美國

70年代的結果相反，呈現生產力成長的趨勢。因此其研究便欲探討韓國15個產業

在1982至1993期間受環境管制之影響。實證結果表示，在環境管制之下15個產業

帄均生產力降低了0.14%，而其中6個產業的生產力上升乃是因為在高生產力的時

期，該產業已事先對污染防治進行資本投入。此外，結果亦表示在相同管制標準

下，各產業受環境管制的影響程度會因各企業之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不同而

有所變動。 

中國大陸的學者方面，陳艷瑩與孫輝(2009)以 X 無效率和引發技術進步兩個

角度分析環境管制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認為環境管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在

競爭壓力下，企業會通過降低內部的 X 無效率程度和採用新技術來抵消因治理

污染而增加的成本。因此，環境管制在促使企業由灰色企業向綠色企業轉變的同

時，也提高了企業的效率。雖然提高效率為企業提供在帄均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降

低污染的可能，但因為這種效率的提高，並不能使企業在較不控制污染時獲得額

外的競爭優勢，所以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企業並不會主動治理汙染。因此，在

促使企業向綠色生產者轉變的過程中，政府的環境管制是必不可少的。 

袁媛(2008)以實證方式探討中國大陸紙業於 1991 至 1996 年間受環境保護法、

水污染防治法、森林法等環境管制政策下之產業競爭力。發現在促進企業創新活

動、提高產業集中度這兩個方面的正面影響效果抵消並超過了成本增加帶來的負

面作用，整體上促進造紙行業整體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認為政府藉由環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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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環境成本較高的產業有效克服成本增加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還可以

透過進口保護、促進出口和提高外國投資者的市場進入等方式為污染產業提供一

定的保護和支援，以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Cole, et al.(2008)鑑於以企業層級角度探討中國大陸公司環境治理之文獻並

不多，便針對 1997 至 2003 年製造業中 15 個產業之公司樣本探討環境法令、產

業特性與污染排放的關係。在其研究中考慮企業污染排放量、能源使用量、資本

結構、公司規模、總要素生產力及創新活動等因素。結果發現，能源使用量高以

及人力資本密集或機器資本密集的公司都有顯著的污染強度。反之，研發活動高

的公司污染程度較低且擁有較高之生產力。 

在我國，有關環境管制與生產力之文獻則包括劉錦添與曾文清(1991)採用二

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衡量1984至1988年九種製造業二碼業別之技術效率，並選

擇污染防治設備佔生產設備投資比例做為環保法規執行之代理變數，結果表示環

境管制與廠商生產效率間並不明顯，亦即，環保法規之執行，有些產業廠商生產

效率略顯提高，但部分產業廠商生產效率則稍呈下降。 

劉錦添與邱秋瑩(1992)採用隨機性生產邊界模型衡量 1984 到 1988 年造紙業、

水泥業、鋼鐵業、石化業的技術效率，並利用污染防治設備佔生產設備投資比例

做為環境法規執行之代理變數來解釋技術效率的變動，以上四個產業，環境管制

對於廠商的影響皆為負，但在統計上皆不顯著的異於零。 

林竑修(2002)認為政府採行二年加速折舊及投資稅額抵減確實有誘發廠商

增加污染防治設備投資的政策效果。在購置污染防治設備支出方面，出現資金排

擠的現象，造成降低廠商總要素生產力的負面效果。但當廠商運轉污染防治設備，

則會產生增加廠商總要素生產力的效果。 

吳靜怡(1994)利用台灣上市公司中高污染行業為研究對象，在考量投資抵減

之優惠措施下，測試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經營績效之關連。實證結果顯示，不論

投資抵減前或投資抵減後，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比率對企業短期經營績效皆沒有顯

著之影響，而更新性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企業長期經營績效呈正向相關，但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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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企業長期經營績效呈負向相關。 

朱珊瑩(1998)分析 1992 至 1995 年台灣鋼鐵工業污染防治與廠商技術效率之

關係，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鋼鐵工廠對污染防治投入越多，則其生產上的技術無

效率水準將越高，表示無法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因此建議政府應透過更有

效率之獎勵措施及抵免辦法，並確切衡量排放標準之規定，同時輔導業者改善製

程並提供相關技術，以期降低污染防治對技術效率之負面影響。 

黃寰耀(2004)利用三階段資料包絡曲線法針對四類水污染產業(食品業、皮革

業、造紙業及化學製品業)之前後管理效率進行實證研究，認為各業別在環境管

制有誘發創新效果產生，但廠商缺乏整體製程及管理上的進步，故其創新抵減效

果似未全面發生。並發現不同產業下，因環境管制所誘發之創新效果並不一致，

研發投入比例越高的產業，其效果越為顯著。 

 

3. 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相關文獻 

除了以生產力分析之方式進行環境管制政策之探討外，亦有學者比較企業之

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以檢視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即進行環境管制較佳之

公司，其財務績效是否有所成長。 

Bragdon and Marlin(1972)是第一個探討造紙業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關聯性

的文獻。作者以污染控制衡量環境績效，並以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率及投資

報酬率為經濟指標，研究結果發現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呈正相關。 

Freedman and Jaggi(1992)則強調自己係以長期觀點針對美國造紙業水污染

防治探討污染防治績效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係。其結果指出，當公司實行污染防

治活動後，並不會影響其經濟效益。而 Jaggi and Freedman(1992)在環境績效與經

濟績效之關係中，分別就短期和長期進行測試。發現短期而言，環境績效與經濟

績效有負面關係存在。長期而言，若投資於環保設備只為短期應急，以免因違法

受罰，使得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呈負面關係。若為企業長遠目標而更新設備，則

不僅可以減少污染且將因而使生產力提高，故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呈正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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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man and Jaggi(1994)認為美國電力發電廠屬於寡佔事業，且受各州能源

委員會管制。因此，傳統的獲利率或市場績效衡量並不適用其財務績效之指標，

故其財務績效採用各發電廠投入成本要素，如煤炭、人力資本和其他生產成本。

其研究結果發現短期內煤炭和人力成本與污染排放呈現負向關係，亦即當月高的

煤炭和人力成本投入將導致較少的污染排放量。但長期而言，投入成本與污染排

放量並無顯著關係。 

King and Lenox(2002)以 OLS 模型估計公司可能的廢棄物產生量，並計算出

預防廢棄物發生的數量及廢棄物減少的數量，並假設此二變數越高皆會提高公司

財務績效。因此統計各項污染排放降低帄均值，探討其與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ROA)、Tobin’s Q 等公司財務績效之關係，其結果顯示預防廢棄物的發

生與財務績效成正向關係，然而廢棄物減少量並未與財務績效有所關連。因此建

議公司面對污染防治時應由預防層面進行。 

Sarumpaet(2005)針對印尼企業探討其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ROA)之關係，發

現兩者之間並無顯著的關連。但企業之環境績效與公司規模、是否為上市公司及

是否執行 ISO14001 有關。 

 由以上之文獻可知，實施環境管制必然使受管制之企業環保成本上升，然而

在環保成本投入後，是否因技術之提昇或其他成本之節省，而導致企業生產力上

升。在實證上，研究結果皆有所不同，其可能因各環境管制標準之不同、各國環

保政策實施情況相異或其他因素導致。在本研究中，則將以實證方式探討中國大

陸環境管制與企業技術效率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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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包絡分析法之相關文獻 

由於資料包絡分析法不需事先設定投入與產出之權數並同時處理定性與定

量因素，並可評估不同環境下受評單位之效率。因此，資料包絡分析法被廣泛應

用於許多研究領域中。 

1. 循環經濟相關文獻 

目前 DEA 應用於循環經濟議題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於區域層級發展評價。

梁廣華與李冠峰(2007)針對 2003 年 GDP 總額前 10 名的省市以循環經濟模式評

價各區域 2004 年的經濟發展，投入指標主要從人力、資金、資源等方面考慮，

產出指標則從 GDP、最終消費、廢棄物再利用率、廢棄物再利用產值等方面選

取。在進行評價前，運用雙重篩選逐步迴歸方法對投入、產出指標篩選，最後確

定投入變數為固定資產投資、能源消費；產出變數為最終消費、GDP、工業固體

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工業固體廢物利用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作者針對所計算

出之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進行分析，並認為效率不佳乃是因為中國大陸產業結構

落後。 

此外，連飛(2009)則利用 30 個直轄市和自治區的數據，對各地區發展循環

經濟的效率進行評價。投入指標之決定係考量政府或企業為實現某個目標所採取

的措施；產出指標則是衡量循環經濟對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自然所產生的影響。

因此，在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中，以經濟系統中的固定資產投資、單位 GDP

耗電量 2 個指標作為投入指標；以每人帄均 GDP、第三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和生態環境系統中的森林覆蓋率、工業固體廢物利用率 4 個指標作為產出指標。

作者依其評價結果表示僅有 5 個地區處於最適規模效率，大部分地區皆為規模效

率遞減。因此，作者認為各區域之循環經濟發展仍有所不足，必頇盡快轉變其經

濟成長方式。 

2. 生態效益相關文獻 

雖然我國並無循環經濟之研究，然而亦有文獻將 DEA 應用於生態效率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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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同時考量企業之經濟與生態情況，以衡量其效率值。其相關研究為林文信

(2001)利用 DEA 以二氧化碳、有害事業廢棄物排放及能源、水、建成地、生物

生產性土地等資源投入為研究標的，分析各產業間之環境資源效率。其結果表示，

服務業及農林漁牧業之環境資源效率高於製造業，對國內 44 個產業別而言，金

融服務業、不動產服務業、石油煉製業及林產等部門為環境資源效率最高的產業。

而石化原料、紡織品、其他化學製品及人造纖維等產業為環境資源效率較低之產

業。 

陳進田(2001)以製造業為研究對象，採生態足跡法估算製造業的生態效益，

使用 DEA 法對各業別進行分析。探討製造業在資源使用上的生態效益，並觀察

生產績效和資源耗用之關係。研究發現除了全面加強生產績效和附加價值外，在

國內環境資源有限下，應以生態效益的觀點進行產業方向的調整，朝向高生態效

益的產業發展。 

劉庭秀(2005)以我國上市筆記型電腦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態績效與經

營績效之關連性。生態效益方面，以能源消耗、送去掩埋及焚化廠的廢棄物總量、

排到地表水之化學需養量為投入變數，筆記型電腦產量為產出變數；經營績效方

面，則以研發費用、員工人數、固定資產為投入變數，營業收入為產出變數。經

由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分析，認為短期而言企業已將環境和經濟加以結合，

符合生態效益定義，惟長期來說，管理階層仍未將兩者做相互之結合。 

3. 中國大陸各產業相關之文獻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樣本多為中國大陸製造業之公司，包含鋼鐵、有色金屬、

煤炭、化工、建材及輕工業。因此，本研究彙總中國大陸文獻中與該產業相關之

DEA研究於表1，並列示其投入產出變數，作為研究設計之參考。 

由以上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之文獻可以發現，有關循環經濟之實證研究多屬

區域層級，尚未有循環經濟政策對於企業層級影響之相關文獻。此外，區域層級

之文獻多為實施循環經濟政策後之區域效率值比較，而未繼續深入分析循環經濟

政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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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大陸 DEA 文獻彙總表 

產業 作者 產出變數 投入變數 主要內容 

鋼鐵 

韓晶

(2008) 

主營業務收入 員工人數 

總資產 

對 2002 - 2005 年 28 家

鋼鐵業上市公司進行實

證研究，為鋼鐵業生產力

過剩、生產效率低及能源

消耗過多提供建議。 

楊家兵 

吳立華

(2006) 

主營業務收入 

淨利潤 

主營業務成本 

員工人數 

總固定資產 

選取鋼鐵行業在滬市和

深市的23 家上市公司進

行分析，針對提高公司效

率提出應對措施。 

劉傳哲 

周瑩瑩

(2008) 

主營業務收入 

淨利潤 

主營業務成本 

員工人數 

總資產 

評價24個主要鋼鐵類上

市公司，分析經營效率與

資源配置效率之間關

係，提出政策性建議。 

煤炭 

宋曉明

(2006) 

主營業務收入 

淨利潤 

主營業務成本 

總資產 

分析煤炭業上市公司之

相對效率及規模效益，指

出問題所在並供決策單

位參考。 

楊廣俊 

王立杰

(2007) 

淨利潤 

社會貢獻率 

員工人數 

總資產 

研發費用 

針對 2006 年煤炭 100 

強的部分代表性煤炭業

集團公司之相對效率進

行分析，並評價部分企業

發展中的成功與不足。 

劉永浩

(2007) 

原煤產量 

淨利潤 

員工人數 

總資產 

分析評價煤炭企業有效

性，為部分煤炭企業合理

配置資源及生產安排，提

供採取相應措施之依據。 

化工 

張曉燕

(2006) 

主營業務收入 

淨利潤 

主營業務成本 

總固定資產 

總股本數 

選取了11家化工業上市

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進行

實證分析，以瞭解企業的

績效及規模效益情況。 

建材 

王建明 

(2007) 

每股收益 

綠色指數 

主營業務成本 

總資產 

構建基於D E A的企業綠

色競爭力評價模型，並以

重污染和高耗能的建材

行業為案例進行評價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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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作者 產出變數 投入變數 主要內容 

食品 

孫巍 

楊印生 

吳國萍 

(1997) 

利稅總額 

總產值 

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總額 

固定資產淨額 

員工人數 

由於卲林省為糧食生產

大省，研究中利用效率分

析提高該省之食品加工

業發展，並改善生產布局

和生產結構。 

紡織 

劉展 

管七海 

馮宗憲 

(2002) 

工業增加值 

出口交貨值 

利稅總額 

固定資產 

員工人數 

衡量各地區國有、集體、

外商投資三大類紡織企

業之經營效率，指出了東

部地區之效率最為領

先，而外商企業效率亦日

趨明顯。 

陳紅喜 

葉依廣

(2007) 

總利潤 

綠色指數 

主營業務成本 

員工人數 

固定資產 

選擇在滬深上市的40家

紡織業上市公司作為樣

本，進行了綠色評價，結

果顯示效率值有效的公

司僅占17.5%，說明中國

大陸紡織業的綠色競爭

力仍有進步空間。 

電力 

滕飛 

吳宗鑫

(2003) 

發電量 員工人數 

燃料 

裝機容量 

利用 1991 年燃煤基荷電

壓的電壓級數據，進行初

步分析，發現大約 95%

的成本無效率係由於過

渡使用燃料引貣，5%則

是由於過度的勞動力。 

謝洪軍 

任玉瓏

(2006) 

發電量 燃料 

裝機容量 

發電排放量 

主要為檢驗在市場化進

程中電力產業的環境績

效。結果只出在電力產業

市場進程中，其環境績效

也呈現一種動態變化過

程。  

 

  


